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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禱告優先
禱告在福音事工中的大能

當兒子搬離家裡自己居住時，他與朋

友前往新奧爾良參加狂歡節活動。

我和妻子卡莉不斷地為他禱告，因為他一直

深受毒品的轄制捆綁，我們擔心他的旅途安

全，也擔心他可能又做出錯誤的選擇。

	 兒子到那裡的第一晚，我們的電話鈴響

了，上面顯示兒子的電話號碼。我們大感驚

悸，他出大麻煩了嗎？發生了什么事？但是

我們接聽電話時，遠方傳來的是他清晰且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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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的聲音：「爸爸，最酷炫的事情發生了！

當我們穿過法國人區來到一個轉角處，有一

些宗教人士手舉反對瘋狂派對的牌子，向我

們大聲叫嚷。我們繼續前行，來到另一個轉

角，遇見一群教會的人向我們打招呼，他們

非常友善，親切地與我們寒暄，並詢問我們

是否有需要禱告的事，然后我們就站在街上

一起禱告。真的很酷！我想你知道了這件事

會很開心。」

	 雖然這事發生在上帝拯救兒子脫離毒癮

的兩年之前，但對我們夫妻而言，那天晚上

是一個特別難忘的時刻。我們瞥見了上帝在

兒子心中動工的大能，並想起先知以賽亞所

寫的一句話：「耶和華的膀臂並非縮短，不

能拯救，耳朵並非發沉，不能聽見」（以賽

亞書59章1節）。即便兒子「往遠方去了」，

「在那裡任意放蕩」（路加福音 1 5章 1 3
節），但透過我們的禱告，上帝憐憫了他，

並藉着別人的友善與他相遇。

龐雅各（James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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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準備去接觸非信徒的時候，我們絕不可忽略

禱告的重要性。路加福音所記載的一個特別

事件，就清楚表明了這一點。

	 那天，耶穌差遣70個門徒，到祂將要前往的各城

去。耶穌告訴他們：「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

稼。」祂又說：「你們去吧！我差你們出去，如同羊

羔進入狼群。」（路加福音10章2-3節）

（一）

打開溝通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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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吩咐他們，出發前要祈求上帝的幫助。這表

明在與人分享基督信仰時，禱告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

色。耶穌叫他們不要帶錢囊、口袋，甚至也不要帶額

外的鞋子（參閱路加福音10章4節），但祂明確地告訴

門徒要禱告。他們是「狼群中的羊羔」，沒有經驗、

易受攻擊，需要很多的幫助。然而，耶穌差遣他們出

去時，並沒有為他們提供物資上的支援，也沒有告訴

他們傳福音的方法，只告訴他們要禱告祈求。

	 若你用心思考，便知道這是怎么回事。耶穌差遣

門徒去分享上帝國度將要降臨的消息，這個國度裡居

住的都是與上帝建立了新關係的人（參閱耶利米書31
章33-34節 ）。這種新關係就是耶穌在世的時候，所

表現出來與天父的關係。耶穌在此鼓勵門徒，出去傳

天國的福音時，要積極與天父保持這種親密的關係。

	 耶穌宣稱，自己在所做的一切事上都倚靠上帝。

祂對門徒說：「我憑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約翰福音5
章30節）。然后，祂以實際行動表明對天父的倚靠，

	耶利米書31章31-34節是新約引述舊約經文最長的一
段經文。希伯來書8章8-12節引用了一次，接着在希伯來
書10章16-17節又引用了31章33-34節。我們期待着那一
天，每一個人都活在與上帝的這種新關係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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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透過禱告不斷與天父保持溝

通，並相信天父「常」聽祂的禱

告（約翰福音11章42節）。聖經

明確指出：「基督在世的時候，

曾經流淚大聲禱告懇求那位能救

祂脫離死亡的上帝；因着祂的敬

虔，就蒙了應允」（希伯來書5
章7節，新譯本）。耶穌不斷地

禱告，時刻將祂的生命交託給天

父，從天父支取一切力量。

	 耶穌也告訴祂的門徒，要不

斷地倚靠祂。祂說：「離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什么。」又說，如果他們「常在」祂裡

面，就能「多結果子」（約翰福音15章5節）。藉着禱

告，我們可以時時與耶穌相連結，所以聖經鼓勵我們

要「不住地禱告」（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7節）。藉着

禱告，我們可以得着上帝的指引和智慧，去完成祂所

託付我們的工作。

	 有人說：「在與上帝愛的關係中，我們自然會渴

望與祂交談，向祂禱告。」1

	 正如耶穌所差派的第一批門徒，如果我們想要

「佈道會成功的條

件有三樣，第一

是禱告，第二是

禱告，第三還是

禱告！」.

─葛理翰.

1 VanderGriend, Alvin J. Love to Pray,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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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鼓勵他人與上帝建立新的關係，我們也需要

以恆切的禱告開始，完全倚靠上帝。葛培理（Bi l ly 
Graham）是20世紀深具影響力的佈道家之一，他特別

強調禱告和傳福音之間的關聯。他說：「佈道會成功

的條件有三樣，第一是禱告，第二是禱告，第三還是

禱告！」2透過謙卑、仰賴上帝的禱告，我們可以看見

那感動人心的真正能力，看見上帝的大能以恩慈和信

實，回應我們為至親至愛所發出的誠心祈求。

	 	

2 Quoted by Robert O. Bakke in The Power of Extraordinary Prayer (Wheaton, IL: 
Crossway Books, 2000), 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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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透過禱告愛你的鄰舍

前些時候，我們家對街的鄰居搬走了，我和妻

子開始為將要搬入的新鄰居禱告。等他們搬

進來后，我們又禱告祈求能有機會與他們分享福音。

幾個月后，新鄰居湯姆和我在前院聊天，談到他正在

為孩子們的房間畫壁畫。他也告訴我，他有一些社區

勞動服務的時數需要補滿，詢問我們教會是否有機

會，可以讓他提供社區服務。不久之后，我們開始合

作，為教會設計一幅壁畫，描繪兒童奔入耶穌張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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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臂。當湯姆在教堂畫壁畫時，我們多次坦誠地談論

生活和信仰的問題，這讓我有機會跟他分享，與耶穌

建立關係為我和家人的生命所帶來的改變。

	 為別人禱告時，我們就在唯有上帝可以成就的奇

妙作為中有分，祂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

們所求所想的」（以弗所書3章20節）。祂有無限的創

新方式，進入那些我們渴望接觸之人的心靈。我們為

鄰舍禱告，就是真正地愛他們，祈求上帝的愛感動他

們，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響他們的生命。

	 上帝會藉由我們的禱告奇妙地動工，打開人的心

扉，得以接受耶穌的福音。使徒保羅是歷史上最具影

響力的宣教士，在他一生的宣教事工中，我們都看到

上帝奇妙地動工。有一次，他和

同伴在腓立比城「一個禱告的地

方」遇見了呂底亞，「主就開導

她的心，叫她留心聽保羅所講的

話」，並且她和她的一家都領了

洗（使徒行傳16章13-15節）。

	 保羅和提摩太告訴歌羅西的

基督徒：「你們要恆切禱告，在

此警醒感恩；也要為我們禱告，

求上帝給我們開傳道的門，能

上帝會藉由我們

的禱告奇妙動工，

打開人的心扉，

得以接受耶穌的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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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講基督的奧秘」（歌羅西書4章2-3節）。他們還告

訴帖撒羅尼迦的信徒：「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好叫主

的道理快快行開。」（帖撒羅尼迦后書3章1節）

	 在另一處的經文，保羅對提摩太的教導也提醒我

們，為他人所獻上的祈禱是上帝在意的，這位上帝重

視我們為他人能蒙恩得救的禱告。保羅如此說：「我

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這

是好的，在上帝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祂願意萬

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書2章1、3-4節）。當

我們為別人能轉向基督尋求寬恕而禱告時，上帝必定

喜悅。

	 聖經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們有上帝所賦予的責

任，要以禱告去愛他人。先知撒母耳是我們學習的好

榜樣。撒母耳告訴全體以色列百姓：「至于我，斷不

停止為你們禱告，以致得罪耶和華。」（撒母耳記上

12章23節）

	 現在，讓我們留意幾種以聖經為基礎的方法，學

習如何透過禱告接觸人，盼望他們能領受福音，接受

耶穌作他們的救主。首先，我們將查考聖經中有關禱

告的例子，接着我們將看看一種禱告的方式，如何溫

柔地分享我們的信仰，並堅持禱告。當你禱告並付諸

行動時，願上帝施恩于你，並特別賜福給那些你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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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歸向上帝的人！

「請吸引他前來！」

	 耶穌說：「人若不是從⋯⋯聖靈生的，就不能進

上帝的國」（約翰福音3章5節）。唯有藉着聖靈在我

們心中的工作，我們才能接受耶穌作為救主，並得以

重生。在成為耶穌的門徒，讓聖靈內住我們裡面之

前，祂必須先讓我們認識到自己有罪，且迫切需要接

受上帝的憐憫。當我們就近耶穌尋求救贖時，是聖靈

使我們認識「從罪中悔改，得着永生」的恩典（使徒

行傳11章18節，新普及譯本）。聖經告訴我們：「若

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哥

林多前書12章3節）

	 耶穌也明確地對門徒說：「若不是差我來的父

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約翰福音6章44
節）。因此我們要如此禱告：祈求天父差派聖靈來吸

引人靠近祂。當我們再三嘗試說服所關心的人接受基

督，卻感覺言詞似乎沒什么效用時，不必灰心，因為

靠着上帝的能力與仁慈，我們仍然可以藉着禱告來觸

及他們！正如初代的信徒，在五旬節 聖靈降臨進入多

人心中之前，他們「都同心合意地恆切禱告」（使徒

行傳1章14節）。我們祈求上帝吸引人前來的禱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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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他們的生命中產生強大的影響力。		

	 傑克是一名水管工人。幾年前，他負責設計我們

教堂的建築項目。當市政檢查員要他重新安置水泥地

中的排水管時，他當場說了一些非常粗暴的話。從

此，我就將他列入每日禱告清單中。當傑克知道我在

為他祈禱后，偶爾也會請我為他那些生病或在醫院的

朋友禱告。我每天為傑克禱告達七年之久，求上帝吸

引他，並拯救他。

	 某個星期六，我出差住在旅館裡。清晨靈修時，

我內心有一個迫切的感動，覺得教會需要有更多的人

受洗。我開始祈禱，發自內心單純且直接地呼求：

「主啊！求禰給我們一個願意相信禰，接受洗禮的人

吧！」

	 當天下午一點十七分，我的手機響了。那是傑克

打來的，他口氣嚴肅地說：「龐牧師，我們需要談

談。我剛被診斷有胰臟癌，我實在無法接受。」我們

約定在接下來的星期三，也就是醫生複診之后見面。

我也征得他的同意，請更多人為他祈禱。第二天（星

	五旬節在教會年曆裡是定在復活節之后的第七個星期

天，紀念聖靈于此日降臨在耶穌的門徒身上，又稱為聖

靈降臨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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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天）晚上，我們教會的禱告會

特別為傑克禱告，求上帝的靈使

他明白自己需要救恩。

	 星期三下午，經過一番真誠

的交談后，傑克跪在教堂的禱告

室裡，接受耶穌成為他生命的主

和救主。當傑克在接下來的星期

天受洗時，我與會眾分享，上帝

如何回應我們眾人熱切的祈禱。

	 說到禱告，有個讓人無可否

認的事實，那就是能使事情發

生改變的乃是上帝，而非我們

自己的能力。當我們謙卑承認，無法靠自己的能力和

聰明才智使別人歸向上帝時，我們就是讓上帝掌權，

請祂來成就我們辦不到的事。正如辛傑米牧師（J im 
Cymbala）所說：「上帝會特別眷顧軟弱的人，祂不

會拒絕那些謙卑且坦誠自己迫切需要祂的人。我們的

軟弱，使上帝有彰顯祂能力的空間。」3這解釋了使

徒保羅為何要提醒哥林多教會，他的信息和講道「不

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

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哥林多前書2章4-5節）。

說到禱告，有個

讓人無可否認的

事實，那就是能

使事情發生改變

的乃是上帝，而

非我們自己的能

力。

3 辛傑米,	《疾風烈火》（Jim Cymbala, Fresh Wind, Fresh Fire,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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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祈求上帝的靈吸引人來就近祂時，就是懇求祂

的大能，克服那些我們無法勝過的種種困難。祂才是

「開路」引導我們的那一位（彌迦書2章13節）。

	 這裡有一個禱告範例，教導我們祈求上帝吸引人

來就近祂：

			 主耶穌，禰說：「若不是差禰來的父吸引

人，就沒有能到禰這裡來的。」我要讚美禰，

因為禰在十字架上為我所成就的一切，也因為

禰賜下聖靈給我！感謝禰讓我可以藉着禰親近

天父！

			 天父，請差遣聖靈吸引 （姓

名）來就近禰！我知道禰能夠用我無法想像的

方式，進入他的心思意念，我祈求禰來成就！

懇求聖靈感動 的心，讓他改變初

衷，對禰的愛和真理敞開心扉。主耶穌，懇求

禰讓 能認罪悔改，並回轉歸向

禰，好叫他的「罪得以塗抹」（使徒行傳3章19
節）。我知道在禰「沒有難成的事」。祈求禰

讓 今天能接受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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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啊，使她眼睛明亮！」

	 使徒保羅寫信給以弗所的教會，一開頭就告訴那

些信徒，他如何為他們祈禱：「⋯⋯使你們心靈的眼

睛明亮，可以知道祂的呼召有怎樣的盼望；祂基業的

榮耀，在聖徒中是多么的豐盛」（以弗所書1章18節，

新譯本）。從聖經的角度來看，心靈是我們生命的中

心，主導着我們所有的決定和行動。上帝的話語告訴

我們「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耶利米書17
章9節）。耶穌說：「因為從裡面，就是從人心裡發

出惡念、苟合、偷盜、兇殺、姦淫、貪婪、邪惡、詭

詐、淫蕩、嫉妒、謗讟、驕傲、狂妄。」（馬可福音7
章21-22節）

	 保羅為以弗所教會的禱告，雖是針對那些已經相

信耶穌的人，但也提醒我們該如何為那些尚未來到耶

穌跟前的人禱告。聖經告訴我們，我們的仇敵魔鬼

「弄瞎了他們的心眼，使他們看不見基督榮耀的福音

的光；基督就是上帝的形象」（哥林多后書4章4節，

新譯本）。因此，對于那些我們渴望與之分享上帝大

愛的人，我們祈求上帝使他們的眼睛明亮，「心中充

滿光明」（以弗所書1章18節，新普及譯本）。祈求他

們可以看見耶穌是誰，並願意接受祂為救主。

	 我曾看到母親以這種方式有效地為她的朋友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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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琳達生活在如保羅所說的屬靈黑暗中。她和母

親是多年的好友，一起在社區合唱團唱歌，她也是我

小學時的音樂老師。小時候，我們兩家人常在彼此的

家中一起歡度時光。

	 當我稍微大一點后，母親要我為琳達禱告，祈求

上帝的光照進琳達的內心，使她能認識耶穌是她的救

主。母親說：「我已經為她禱告很長一段時間了。」

她還告訴我，琳達的父母在她小

的時候，曾參與一些邪教活動，

這影響了琳達對上帝的認識。每

當母親誠心要與琳達談論信仰問

題時，就像遇到一堵牆，困難重

重。

	 母親恆切地為琳達禱告，顯

明了聖經的真理，「因我們並不

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

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

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

戰」（以弗所書6章12節）。在

這場爭戰中，禱告是一個重要且

強有力的武器，藉着上帝的憐憫，「在上帝面前有能

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哥林多后書10章4節），

對 于 那 些 我 們

渴望與之分享上

帝大愛的人，我

們 祈 求 上 帝 使

他 們 的 眼 睛 明

亮，「心中充滿

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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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祂的光照射進去。

	 我六年級的時候，琳達終于回應母親的邀請，參

加我們教會的聚會。不久，她接受了耶穌。又過不

久，她丈夫也相信了，接着是她女兒和兒子。在接下

來的幾年裡，琳達成為教會忠心的基督徒和教師，上

帝使用她深刻地影響了許多人。當我母親祈求上帝使

琳達的眼睛明亮時，並不知道會有如此的變化，但她

的禱告已經產生了一股強大的漣漪效應，而且這個效

應還持續擴散，延及幾代人。

	 聖經告訴我們，上帝「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

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裡」（歌羅西書1章13
節）。當我們熱切祈求祂的光照進他人心中時，就已

加入了祂的搜救任務。我們的禱告如同探照燈發射到

束縛他們的黑暗中，使他們能夠以全新的方式看待福

音，認真思考，上帝也會「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

白真道」（提摩太后書2章25節）。

	 當耶穌呼召掃羅（保羅）時，一開始就告訴他：

「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

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上帝；又因信我，得

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使徒行傳26章
17-18節）。當保羅進入這個迷失在黑暗的世界，我們

看到禱告對他宣教使命的重要性。下面是一則以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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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榜樣，祈求上帝使人眼睛明亮的禱告：

			 上帝呀！求禰光照 （姓名）

的內心。主耶穌，禰來到世上「報告被擄的得

釋放，瞎眼的得看見」（路加福音4章18節），

求禰開他的眼睛。懇求主「發出禰的光和禰的

真理」來引導 。引導他來到禰面

前，讓他能看見並認真思考禰的奇妙和美好。

主啊！除去那些攔阻他的障礙，叫他可以說：

「禰已經解開我的綁索」（詩篇116篇16節）。

主啊！求禰拯救 ，並釋放他。叫

他「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上

帝；又因信[耶穌基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

聖的人同得基業」（使徒行傳26章18節）。求

禰讓他脫離「黑暗的權勢」，把他遷入禰的國

度（歌羅西書1章13節），好讓他有一天能站在

禰的榮耀聖城裡，「有上帝的榮耀光照，又有

羔羊為城的燈」（啟示錄21章23節），永永遠

遠讚美禰！

「求主差派一位朋友！」

	 耶穌吩咐說：「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

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路加福音10章2節）。這裡



 禱告優先2020

耶穌強調了兩件事。首先，耶穌告訴門徒，要禱告

（求）。然后告訴他們，要為何事禱告（打發工人出

去）。

	 耶穌的話語中帶着緊迫感。第一世紀從事農作的

以色列聽眾很容易理解這一點，因為他們的生活大多

依賴農作物的收成。在收獲的季節，必須把握時間。

如果缺乏收割的工人，就會因延遲收割而失去寶貴的

農作物。耶穌的吩咐，為我們指出了一個基本且不可

或缺的真理：在「祈求」和「差派更多工人」之間，

存在着直接的關聯。

	 上帝不會要我們向祂祈求祂不願意賜予的東西。

上帝要差派工人 ，而我們祈求上帝打發工人的禱告，

是祂計劃中的重要部分，這計劃就是要將福音傳給他

人。當我們祈求上帝將朋友差到我們所愛之人的生命

中時，這樣的禱告是上帝樂意回應的！

	 初代教會明白禱告與差派他人去分享福音之間的

重要關聯。當這些初代的信徒「事奉主，禁食的時

	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上帝的「需要」。但這到底是暗

示上帝「需要」我們的幫助，還是應該理解為上帝給我

們機會幫忙，這完全是兩回事。我們的天父要我們參與

祂的工作，而禱告常常能加強我們與天父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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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聖靈吩咐他們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

（保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于是，這些信

徒「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參閱使徒行傳13章2-3節）。這第一批宣教士被差派

出去，是因為教會在禱告時得到了上帝的吩咐，而且

按照上帝的吩咐去行。我們祈求上帝差派他人，並非

逃避自己分享福音的責任，而純粹是一種充分使用上

帝無限資源的方式，並且認識到上帝擁有我們想像不

到的方法可以觸及人心。

	 當兒子在戒除海洛因毒癮，我和妻子祈求上帝差

派信徒進入兒子的生命時，我們就經歷過禱告的大

能。兒子在教會和主日學中長大，但他在離家后，染

上了毒癮。當我們試圖鼓勵他回轉歸向上帝時，他卻

對我們的話充耳不聞。儘管我們一再嘗試，但有時

候，我們所愛的人需要聽到別人以不同的方式講述同

樣的真理，這樣他們才能自我醒悟。于是，我們開始

祈求上帝差派一個信主的朋友進入他的生活，成為他

在信仰和生活中的榜樣。上帝回應了我們的禱告，差

派了喬爾。這位年輕人曾經歷過同樣的毒癮掙扎，現

在，他擁有成功的事業和美好的家庭。喬爾和他的妻

子特別關心我們的兒子，歡迎他進入他們的家庭和生

活，視他如家人。當他們以實際行動和愛心與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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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時，我們的兒子在基督裡找到了自己的新身分 ，

並且得着釋放。

	 今天，兒子積極服事那些與他有同樣遭遇的人。

他在那曾使他深陷毒癮的城市，忠心地投身于一個教

會的康復事工。現在上帝正使用他，幫助那些心靈破

碎的人，使他們能享受美好的生活。耶穌在他生命中

所做的改變，時常讓我們想到上帝的憐憫，在我們單

單禱告祈求「差派一位朋友」時，祂就回應了我們的

禱告。下面是一則禱告範例，可以做為你期待所愛之

人生命改變的禱告：

			 天父，我祈求禰差派人給

（姓名）。差派一個朋友進入他的生命中，與

他分享耶穌的福音，使他能聽得清楚明白，好

讓他可以認真思考，並相信接受。主啊，請把

禰所差派的人放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使這人

留意 ，並對他心懷憐憫。差派那

些愛他的人，「不但願意將上帝的福音」傳

	使徒保羅講論我們在基督裡的新身分。他指出，我們

「從前與上帝隔絕」（歌羅西書1章21節）。但現在，
「祂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都成了

聖潔」（2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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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他（帖撒

羅尼迦前書2章8節）。主啊！禰確切知道拯

救 需要付上什么代價，但對禰而

言，實在是沒有難成的事！（耶利米書32章27
節）懇求禰差派一位朋友向 分享

福音，好讓他能相信真理，呼求禰的名，並得

拯救！（羅馬書10章13節）

「今天有什么我能為你禱告的嗎？」

	 人們通常不願意向不相識的人敞開心扉，談論信

仰問題，但有時候他們會願意接受禱告。保羅指示歌

羅西的基督徒要「恆切」禱告，他說：「你們要把

握時機，用智慧與外人交往。你們的話要常常溫和，

好像是用鹽調和的，使你們知道應當怎樣回答各人」

（歌羅西書4章5-6節，新譯本）。在我服事的這間北

卡羅來納州達勒姆的教會（Peace Church），我們鼓勵

會友「要把握時機」與他人溫和地談話，並問他們一

個簡單的問題：「今天有什么我能為你禱告的嗎？」

我們發現，那些素昧平生的人會因為他們生活中個人

的需要而敞開心門，這往往就成為繼續談論信仰的切

入點。令我們感到驚訝的是，除了一些無所謂的聳聳

肩或「不以為然」的反應外，我們從未遇到有人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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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做出惡意的回應。相反地，人們常常因為有人

關心他們的需要而大受感動。

	 我們鼓勵會友，以溫和自然的態度提出這個問

題。例如，有人外出吃飯，食物剛端到餐桌上時，就

可以很隨和地告訴服務員：「我們會為食物感謝上

帝。有什么我們能為你禱告的嗎？」並要認真聆聽服

務員的回答，然后在服務員離開餐桌后為之祈禱。我

們提醒會友，要以謙卑溫柔的態度輕聲詢問，以免引

起鄰桌對他們的側目，並避免「將善事行在人的面

前，故意叫他們看見」（馬太福音6章1節）。另外，

我們還提醒會友，餐后要慷慨地給小費，即使服務品

質不是那么好，但仍可以藉此展現上帝所賜我們不配

得的愛和恩典 。

	 如果你不習慣詢問別人的代禱事項，你第一次這

樣做的時候，可能會感到些許緊張。這就是鮑伯和帕

梅拉的經歷，這對夫妻是我們教會的新會友。某個星

期天，我鼓勵會眾踏出信心的一步，要求他們去詢問

	常聽說許多教會會友甚至神職人員，經常吝于給服

務員小費。即使這種情況偶爾會發生，也會讓人對基督

信仰產生反感。我們無法阻止其他基督徒這種不好的行

為，但我們與那些為我們服務之人的互動，給了我們機

會可以展示救主的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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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人有什么禱告事項，鮑

伯和帕梅拉決定試一試。那天

晚上，他們外出用餐，當他們對

服務員說：「我們正要前往教會

參加禱告會，妳有什么想讓我們

為妳祈禱嗎？」那位年輕女服務

員因他們的關心而大受感動。她

若有所思地回答說：「坦白說，

我從未去過教堂。我的家人也是

一樣，但我有一位祖母曾去過教

堂。」在接下來的談話中，她表

示想多認識鮑伯和帕梅拉的教

會，以及他們的信仰。稍后，鮑伯告訴我：「這就是

你所說的一種機會，上帝以特殊的方式動工。那天晚

上，我躺在床上，就想到這節經文：『只要心裡尊主

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

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前書3章
15節）

	 我們周圍的人都需要聽到耶穌的福音，並來到祂

面前得蒙拯救。耶穌告訴我們：「舉目向田觀看，莊

稼已經熟了」（約翰福音4章35節）。透過鮑伯和帕梅

拉的禱告，並因着他們渴望幫助他人的心，上帝溫柔

與他人溫和地談

話，並問他們一

個簡單的問題：

「今天有什么我能

為你禱告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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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為他們預備了一條道路，可以繼續與新朋友交談。

鮑伯說：「下一次我們再見到她時，我會問她，為她

禱告的事情是否有進展，並和她談論耶穌，邀請她來

我們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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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堅持到底

耶穌鼓勵門徒「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路加

福音18章1節）。堅持禱告並不容易，但在

聖經和歷史中，有許多例子足以顯明禱告的重要性。

哈拿年復一年地向上帝祈求（撒母耳記上1章7節），

上帝就賜給她一個孩子撒母耳，這孩子后來成為以色

列歷史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保羅、西拉和提摩太告訴

帖撒羅尼迦的基督徒，他們「晝夜」為這些信徒禱告

（帖撒羅尼迦前書3章10節）。保羅還告訴歌羅西教

會，以巴弗「常常竭力為[他們]祈求」（歌羅西書4章
12節）。上帝的話語一次又一次地強調，我們要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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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並要「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以弗所書6章18
節）。

	 然而，有時我們還是會灰心氣餒，特別是為某人

禱告多年，卻看不到改變時，更是如此。但請不要放

棄！先知耶利米就曾在沮喪 之中得到提醒，他說，上

帝的「憐憫不致斷絕」，並且「每早晨這都是新的」

（耶利米哀歌3章22-23節）。如果每一天都充滿了來

自上帝的新憐憫，那么總有一天黑暗會完全被驅散。

藉着我們恆久的禱告，「基督這顆晨星」就可以在所

愛的人心中閃耀（彼得后書1章19節，新普及譯本）。

那引導我們認罪悔改的乃是上帝的「恩慈」（羅馬書2
章4節）。

	 當我們為他人願意接受耶穌而祈求上帝時，我們

可以確信所求的是最好的禮物。耶穌提醒我們「在天

上的父」會將「好東西給求祂的人」（馬太福音7章11
節）。聖經也明確指出，上帝「不願有一人沉淪，乃

願人人都悔改」（彼得后書3章9節）。因此，我們可

以憑着信心，帶着期待禱告，我們確知這是合天父心

意的祈求，即便它的成就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耶利米不僅灰心沮喪，他還親眼目睹自己的城邑變為

荒涼，看到同胞遭受戰爭的蹂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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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信心禱告聞名的牧師喬

治‧穆勒（George Muller），

曾提到他偶遇的一位宣教士。這

位宣教士特別關心自己六個兒子

的得救，且已經為他們禱告多

年，卻沒有看到任何改變，于是

向穆勒求助。穆勒回應說：「繼

續為你的兒子們禱告，並期待你

的禱告能得到回應，你將要讚美

上帝。」六年之后，穆勒又遇到

那位宣教士。宣教士告訴穆勒，在他們那次見面之后

的兩個月，他的五個兒子在八天內相繼接受了耶穌。4

現在，他正很有信心地為第六個兒子禱告。當我們帶

着信心祈禱時，必定會有奇妙的事發生！

	 我們必須勇敢且恆切地禱告，即便有時我們的禱

告需要等待多年才會得到回應。穆勒在另一個場合透

露說：「我每天都在為兩個人禱告，已經持續了52
年，他們是我年輕時一位好朋友的兒子。目前他們都

還沒有轉變，但他們一定會的！」5就在穆勒去世后不

我們必須勇敢且

恆切地禱告，即

便有時我們的禱

告需要等待多年

才會得到回應。

4 George Müller, Answers to Prayer, p. 54, GeorgeMuller.org,   
http://www.georgemuller.org/uploads/4/8/6/5/48652749/_answers_to_prayer_book.
pdf, accessed on July 30, 2016. 
5 An Hour with George Müller, by Charles R. Parsons.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73. 
Pensacola FL, 1998, Chape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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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這兩個人都悔改信主。

	 當我們禱告時，必須謙卑地順服上帝，尋求祂的

旨意，勝過我們的意思；尋求祂的目標，高過其他所

有的目標。上帝的話語向我們保證：「義人祈禱所發

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書5章16節）。我們為

他人獻上信心的禱告，包括禁食禱告，無論是否能立

即看到結果，都會在他們的生命中留下愛和祝福的記

號。耶穌講述了兩個關于禱告的比喻，強調勇敢和堅

持是禱告蒙應允的關鍵（參閱路加福音11章5-13節不

肯罷休的朋友，及18章1-8節不斷哀求的寡婦） 。當

耶穌教導禁食禱告時，祂不是說「如果你們禁食」，

而是說「你們禁食的時候」（馬太福音6章16節）。顯

然地，耶穌期待我們要熱情且深切地委身于禱告，並

且首先尋求祂的國。當我們身邊有那么多事情發生的

時候，怎能對禱告無動于衷呢？

	 因為上帝的恩典是藉由耶穌臨到我們，所以當我

們憐憫那些在黑暗中失喪、與上帝隔絕的人，為他們

	耶穌講這些比喻，並不是教導我們在禱告中可以厚顏

妄求，也不是要我們向上帝不斷嘮叨。相反地，祂告訴

我們，如果我們這些有罪的人，都會對別人的請求給予

肯定的回應，我們的天父豈不將更好的東西給我們嗎？

所以我們大可懷着期待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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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求時，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希伯來書4章16節），高舉上帝那「又寶貴、又極大

的應許」（彼得后書1章4節）。而且，當我們藉着禱

告去愛人時，便可以放心，因為我們的救主「也替我

們祈求」（羅馬書8章34節），並以各種方式來幫助我

們。

	 當彼得在五旬節那天告訴眾人「要悔改，奉耶穌

基督的名受洗」時，他補充說：「這應許是給你們和

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上帝所

召來的」（使徒行傳2章38-39節）。耶穌正在呼召，

呼召失喪的靈魂從黑暗中出來，進入祂那永不止息的

愛和光明中。祂也在呼召我們，跟隨祂進入一個極需

救贖的世界，而這救贖唯有祂能夠給予。禱告吧！採

取行動吧！「莊稼的主」（路加福音10章2節）正在等

待。祂已經應許，「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

（加拉太書6章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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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simplified-odb.org/ds/talking-with-father

	 除了上帝的兒子耶穌，還有誰能幫

助我們更認識禱告的重要性呢？從這本

探索叢書，我們可以向耶穌學習如何禱

告。藉着路加福音18章耶穌的比喻，我

們能明白禱告的本質，並瞭解我們是多

么需要禱告。

《與天父談話：耶穌對禱告的教導》

網址﹕simplified-odb.org/ds/letspray

	 我們都想對上帝傾心吐意，但有時

候卻詞不達意。本書作者透過一些聖經

人物的禱詞，教導我們如何使用上帝的

話語，在人生不同的境遇中向上帝傾訴

心聲。

《讓我們來禱告：用聖經的話來與天父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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